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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就必賜給他。」
1

他一遍又一遍地反覆思考那

節經文。第一道微光穿破了黑暗。

這就是答案嗎 ?這就是走出混亂
和黑暗的方法嗎 ?有可能這麼簡
單嗎 ?求問神，祂就會回答嗎 ?最
後，他決定自己必須求問神，或

是繼續留在黑暗和混亂中。

儘管他是如此渴望想要知道，

但他並沒有跑到一個安靜的角落，

說出匆匆的祈禱。雖然他才 14歲，
縱使急於知道答案，但他並未倉

促行事。這不是一般隨意的祈禱。

他決定了要去哪裡祈禱，以及何

時作此嘗試。他準備去和神說話。

然 後， 那 天 到 了。 那 是

「〔1820年〕初春，一個美麗明
朗的早晨。」

2
他獨自走進附近寧

靜的樹林中，身邊盡是高大的樹

木。他到了事先打算要去的地方，

跪了下來，獻上心中的願望。

他這樣形容接下來發生的事：

「我看見一道光柱，正在我

頭上，比太陽的光還亮，緩緩降

勞倫斯‧寇布吉長老
七十員

第一次異象

一個男孩閱讀著聖經，他的

目光停留在一節經文上。這一刻

將改變世界。

他非常想知道哪個教會可以

引領他找到真理和救恩。在幾乎

用盡其他一切辦法之後，如今他

求助聖經，讀到這些話：「你們

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

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神；

先知約瑟‧斯密
向約瑟‧斯密大量傾瀉的啟示，證實了他是神的先知。

如果你們這麼做，我應許，當數

不清的選擇朝你們蜂擁而來時，

這個方法必能引導你們作出明確

的選擇，而且對於那些令飽學之

士和自以為聰明之人感到困惑的

問題，這方法也會引導你們獲得

簡單的答案。

我們常常認為，服從是被動

消極、不用思考地遵從有較高權

柄者的命令或指示。其實，以最

高境界來說，服從象徵著我們對

至高權柄者──即神──的智慧

和能力有信心。當亞伯拉罕對神

表現出他堅定不移的忠信和服從

時，即使他受到吩咐要犧牲自己

的兒子，神還是救了他。同樣地，

當我們經由服從來展現忠信的精

神時，神最終會來援救我們。

那些單單倚靠自己、跟隨自

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傾向的人，

要是和那些跟從神、汲取祂的智

慧、能力和恩賜的人相比，是很有

限的。曾有人說，自私自利之人，

難免劃地自限、作繭自縛。熱切

地、主動地服從絕對不是軟弱或被

動，而是表明我們對神有信心的

一種方式，也會讓我們有資格獲

得上天的能力。服從是一種選擇，

是一種在我們有限的知識和能力

以及神無窮的智慧與全能之間的

一種選擇。根據外公給我的教導，

這種選擇能使人感知口中靈性的

嚼環，並跟從駕馭者的領導。

願我們會藉由忠信和經由接

受復興福音的教儀，而成為聖約

的繼承人和亞伯拉罕的子孫。我

應許各位，永生的祝福是賜給每

一位忠信和服從的人。奉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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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直到落在我身上。

「⋯⋯光停在我身上時，我

看見兩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

中，其光輝和榮耀無法形容。其

中一位對我說話，叫著我的名字，

指著另一位說──〔約瑟，〕這

是我的愛子。聽祂說！」
3

就在這件事開始以後，短短

的 24年間，約瑟‧斯密和他的
哥哥海侖為此而死。

反對勢力

約瑟說，當他 17歲的時候，
一位天使告訴他，他的「名字

〔將〕在各國、〔各民〕⋯⋯中

受好評或惡評」。
4
如今耶穌基督

後期聖徒教會已遍布世界各地，這

項令人驚奇的預言也不斷在應驗。

伴隨真理而來的，就是反對

勢力、批評和敵意。每當有關人

類的目的和命運之真理被揭露時，

總是會出現反對勢力。從亞當和

夏娃在伊甸園開始，到基督在世傳

道的時期，直到我們現代，始終

有而且永遠會有一股勢力要蒙蔽、

誤導、反對和破壞生命的計畫。

你去尋找最汙穢、最狂暴的

旋風所襲擊的那位，祂飽受反

對、質疑、拒絕、鞭打、拋棄，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降至萬物之

下。在那位身上，你就會找到真

理、神的兒子、全人類的救主。

為什麼這些迫害不肯放過祂呢 ?
為什麼 ?因為祂就是真理，

而真理永遠會遭到反對。

然後，你去尋找帶來耶穌基

督的另一部約書和其他經文的人，

你去尋找一個神手中工具的人，藉

由他，圓滿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

教會在世上復興。你在尋找他時，

也可預期會找到汙穢狂暴的旋風。

為什麼這些迫害不肯放過他呢 ?
為什麼 ?因為他教導真理，

而真理永遠會遭到反對。

啟示湧現

向約瑟‧斯密大量傾瀉的啟

示，證實了他是神的先知。讓我

們來看幾個例子──看看幾個透

過他揭示的光和真理，不論是在

當時還是我們這個時代，都與世

人的一般信念形成鮮明的對比：

• 神是一位超升的人物，一位永
恆之父。祂是我們的父親。

• 父神、耶穌基督和聖靈是三位
不同的人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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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不只是凡人而已，你們更是
永恆父神的孩子，能變得像祂一

樣，
6
如果你對祂的兒子有信心、

悔改、接受教儀，和接受聖靈，

然後持守到底，
7
就能做得到。

• 耶穌基督今日的教會，和祂以前
在世上傳道時所組織的教會有

相同的基礎，有先知、使徒、麥

基洗德和利未聖職、長老、大祭

司、執事、教師、主教和七十員，

都與聖經記載的一樣。

• 隨著救主和祂的使徒相繼離世，
聖職權柄從世上被取走，但是

在我們的時代又再度被復興。

• 啟示並未中止，諸天並未關閉。
神今日對先知說話，祂也會對

你我說話。
8

• 來生並非只有天堂和地獄之別，
卻有不同程度的榮耀，而我們

今生的所作所為會有決定性的

影響。
9

• 我們不應只是被動地信仰基督，
卻應當「在每個思想上都要仰

望〔祂〕」，
1 0
「〔我們〕做的

一切事都要奉子的名去做」，
1 1  

「一直記得祂，並遵守祂的誡

命⋯⋯，使〔我們〕能一直有

祂的靈與〔我們〕同在」。
1 2

• 數十億人活在世上時，沒有接
受福音和救恩的必要教儀就死

去了，但他們並沒有失落。「經

由基督的贖罪，全人類都可以

藉著服從福音的律法和教儀而

得救」；
1 3
這些教儀可以為活

人和死者執行。
1 4

• 一切並非從出生才開始。你們
在出生之前與神同住，是祂的

兒女，並為了今生作準備。
1 5

• 婚姻和家庭並非只是人的慣

例，至死分離。婚姻和家庭可

以透過我們和神所立的聖約，

延續到永恆。家庭正是天國的

模式。
1 6

這些只是向約瑟‧斯密大量

傾瀉的啟示中的一部分。這些為

黑暗帶來光明、將疑慮澄清，帶

給數以百萬人啟發、祝福和進步

的啟示，究竟從何而來呢 ?是他自
己想像出這一切，還是他得到上

天的幫助呢 ?哪一個答案比較有可
能 ?他產生的經文聽起來像是人
的話或是神的話呢 ?

結論

約瑟 ‧ 斯密的成就無庸置

疑，我們只能討論他如何做到這

一切，以及為何如此。而且沒有

太多答案可供選擇。他若不是冒

充者，便是先知；他若不是獨力

完成這一切，就是得到了上天的

幫助。我們可以檢視證據，但是

要全面檢視所有的證據，檢視他

一生中發生的所有事情，而不是

看單一事件。最重要的是，要像

年輕的約瑟一樣「求那厚賜與眾

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

給〔你〕」。
1 7
如此一來，你不

僅可以知道摩爾門經和約瑟‧斯

密的真實性，也可以透過此模式

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實性。
1 8

約瑟‧斯密是神的先知，正

如今日的多馬‧孟蓀一樣。透過

約瑟‧斯密，「神國的權鑰已〔再

度〕託付給地上的人，福音將從

那裡滾動出去，⋯⋯如同非人手

從山上鑿出的石頭那樣⋯⋯直到

充滿整個大地」。
1 9

神是我們的永恆之父，耶穌

是基督。我們崇拜祂們。沒有任

何事情比得上祂們的創造、救恩

計畫，以及神的羔羊的贖罪犧牲。

在此福音期，我們唯有服從經由

先知約瑟‧斯密所復興的福音律

法和教儀，才能完成父的計畫，

並享用贖罪的果子。我為永恆的

父神和世界的救主耶穌基督作見

證。我這麼說是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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